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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宏业
女士们，先生们，愉快的一天，欢迎来到知临集团 2020 年一季度的投资者跟进
电话会议。我叫雷宏业，是知临集团总裁兼执行董事。
友情提醒，所有参与者的线路都将处于只接听的模式。请注意，该会议正在录制
中，之后将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重播。通话文稿也将很快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
在开始之前，我想提醒您，我们在此次电话会议上所做的各种陈述可能包含前瞻
性陈述，并受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
果与明示或暗示的内容存在重大差异。此次电话会议上做出的所有前瞻性陈述仅
基于知临集团截至该日的观点。未来的事件或随时间的流逝可能使这些观点发生
变化。有关影响这些前瞻性陈述的风险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我们在 20-F 表中
公布的年度报告。请注意，您不应过分依赖今天的前瞻性陈述。
今天的跟进将分为 4 个主题：
1. 我们针对 COVID-19 的最新药物研发计划;
2. 现有研发管线 ACT-1（针对神经母细胞瘤）和 ALS-4（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最新更新；
3. 我们 NLS-2 女性健康保健品商业化方面的当前进展；以及

4. 最后，我们将解答最近投资者反馈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禤骏远先生。谢谢您，Ian 请。
禤骏远
欢迎您来到此次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知临集团一些近期发展的跟进电话
会议。
首先，关于我们针对 Covid-19 疾病的最新战略性计划：
1) COVID-19 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 80 万1，世界卫生组织
已宣布 COVID-19 为全球大流行病。许多制药公司正在开发基于疫苗的疗
法，以保护人们免于病毒感染。但是，我们认为对重症患者的治疗同样重
要，甚至更重要，我们必须对 COVID-19 做出快速响应。
正如最近宣布的，为了加速开发，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针对冠状病毒组的
额外研发项目，并已在我们的药物再利用发现平台 Smart-ACTTM 下完成了
初步筛选。从一个包含 2,600 多个已获批准的小分子药物数据库中，我们
鉴定出至少 3 个潜在候选药物（统称为“SACT-COV19”），用于进一步进
行针对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前研究。我们策略的好处是，鉴定
所得的可再利用候选药物已进行过人体试验，具有确定的药物安全性、毒
性和药代动力学临床特征，从而有可能显著地减少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新
适应症人体临床试验的时间。如我们所宣布，为了立即开展这项工作，我
们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进行了合作，对选定的候选药物做进一步的临床
前测试，然后再交由监管部门批准进行临床试验。香港大学以发现 2003
年 SARS 病毒和疫苗工作而闻名，目前，香港大学还在 CEPI 项目中扮演重
要角色，以开发疫苗并支持政府监控 COVID-19 病毒的举措。
其次，关于我们现有治疗药物研发管线的最新更新：
1) 我们用于治疗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
称为 MRSA）引起感染的小分子候选药物 ALS-4，乃基于一种新颖的抗毒力
非杀菌方法。通过抑制葡萄黄素的产生，ALS-4 使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宿主
的免疫防御高度敏感。这种新颖的机制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和正在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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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葡萄球菌的抗生素所采用的杀菌方法明显不同。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和正在开发的用于治疗葡萄球菌的抗生素正遇到越来越多的耐药性问
题。具体而言，人类的 MRSA 感染通常会出现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
可能引起并发症，例如感染性心内膜炎、肺炎或败血症，并会反弹和复发，
且因此导致患者再次住院。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感染非常普遍，治疗费
用非常高。因此，目前我们的临床试验计划将许多此类适应症作为目标。
在 2 月，我们公布了当前新药临床研究筹备工作的进一步阳性数据。正如
我们先前在 2019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所阐明的那样，ALS-4 在体
外 Ames 测试中未显示出任何诱变性。现时我们完成的体外微核测试结果
还显示 ALS-4 没有遗传毒性，表明该药物具有非诱变特性。此外，体外
hERG 分析研究的结果推测 ALS-4 引起心脏 QT 延长的风险较低。我们还在
动物模型中证明了 ALS-4 口服给药后的功效。与目前主要以静脉注射形式
给药的治疗 MRSA 感染的主流方法，如万古霉素或达托霉素相比（专门用
于艰难梭菌腹泻和葡萄球菌小肠结肠炎的口服万古霉素治疗除外），ALS4 是一种口服制剂，可针对门诊和潜在的预防性市场以实现更广泛的市场
渗透。在完成当前研究的前提下，知临集团的目标是在 2020 年下半年提
交 ALS-4 的 IND 申请，以在北美开始 1 期临床试验。
2) 另一个更新是关于我们的 SACT-1 项目。SACT-1 是在 Smart-ACTTM 药物发
现平台下开发的第一个再利用候选药物，该平台采用系统化的方法筛选了
2,600 多种获批准上市的小分子药物库，针对 7000 多种（且正在不断增
加）的孤儿疾病——其中 90％以上仍未得到治疗或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过 Smart-ACTTM 平台，知临集团成功地确定了一项可获专利的候选药物：
SACT-1，它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了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的功效，是其目前
已获批准的适应症之外的全新治疗领域。最近，我们公布了与再利用药物
SACT-1 相关的积极数据和开发的重大进展。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发病于
婴儿和幼儿的罕见儿童期癌症。目前我们的 IND 前期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我们计划申请孤儿疾病提名并在 2020 年下半年通过 505（b）
（2）途径提
交 IND。
第三，关于我们 NLS-2 女性健康保健品商业化方面的最新进展：
1) 我们的膳食补充剂 NLS-2 的目标是缓解处于更年期或绝经后时期女性出
现的潮红甚至骨质疏松等相关症状。补充剂是用含有活性成分“DOI”的
山药粉制成，是知临集团的非荷尔蒙疗法，旨在满足全球持续增长的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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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亿美元 的女性健康消费营养品市场。我们已经与拥有著名茶品牌“陆
羽”和其他保健产品的本土公司万天茶行签订了区域分销协议。该保健品
将先于香港出售。我们正在寻求监管许可，以期在其他主要司法管辖区销
售该产品。现阶段，知临集团已开始在加拿大生产 NLS-2 DOI 生物活性营
养药片，并将以 NativusWellTM 品牌销售。预计该产品将在 2020 年创造收
入。
我现在将时间交还给雷宏业先生。
雷宏业
非常感谢您，Ian。好的，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已经收到并汇集了投资者群体
提出的许多问题。现在，我们的首席医疗总监兼执行董事郑子俊博士和我本人将
解答这些问题。
Q1) 最近于 2020 年 2 月融资所得的 1000 万美元款项将用于何处？
通过 2 月份的资本配售，我们吸引了来自美国机构基金和公司现有股东的强烈兴
趣。所得款项将用于许多领域，包括以下方面：
a) 首先，扩充我们的药物开发管线，包括继续开发 Smart-Act 平台的 SACT2 和 SACT-3，以及最近宣布的 SACT-COV19 项目；
b) 其次，持续开发我们现有的先导候选药物 SACT-1 和 ALS-4 直至 2020 年
下半年各自既定的临床开发阶段；
c) 第三，持续商业化我们的 NLS-2 女性保健品；以及
d) 最后，潜在收购可以提高我们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其他技术。然而，我们
目前没有任何有关此类收购的具体承诺或协议。

Q2) 2020 年第二季度和下半年的主要催化剂是什么？
2020 年剩余时间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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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在北美将 SACT-1 和 ALS-4 开发到各自临床阶段的未决进展；具体来
说，目标是将具有过往安全性、毒性和 PK 数据的再利用药物 SACT-1，遵
循 505b（2）监管途径获得 FDA 的批准，于 2020 年内启动与神经母细胞
瘤相关的临床 2 期试验; 同样需要申请 IND 的 ALS-4 计划于 2020 年下半
年在北美开始与安全性相关的 1 期临床试验；
b) 到 2020 年第二季度，我们希望可以汇报我们 SACT-COV19 治疗候选药物的
临床前研究进展以及该项目的进一步合作方；在进一步获得临床前研究结
果的前提下，我们将向投资者提供进一步临床试验的时间表，并将与相关
监管机构探讨快速通道审查程序（如有）；
c) 第三，在今年的剩余时间里，我们还希望我们的 NLS-2 女性保健品步入正
轨，并有望通过我们的专有分销和第三方分销渠道为公司创造收入；以及，
d) 最后，我们正在不断筛选战略投资机会和收购机会，但尚无任何承诺或协
议；我们将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向我们的投资者报告，并在必要时向市场
进行适当的披露。

Q3) SACT-1 和 ALS-4 的临床开发计划是什么？
现在我将交由我们的首席医疗总监兼执行董事郑子俊医生来回答本问题以及接
下来的几个问题。
郑子俊
谢谢宏业。对于 ALS-4，我们寻求将我们的药物添加到静脉注射万古霉素或达托
霉素的治疗方案中，以治疗 MRSA 感染。确实，即使提供了标准的护理，MRSA 感
染的死亡率仍在 30-40％左右，这表明当前的治疗方法不能恰当地解决该疾病领
域的未竟需求。我们将使用非抗生素的 ALS-4 来克服现有抗生素所面临的挑战，
即高死亡率、长期感染和高反弹和复发率，这些也是我们临床试验的终点。我们
的第一个适应症是针对较小的患者群体，例如 MRSA 菌血症亚群，以使我们能够
通过 LPAD——即抗菌和抗癌药物有限人口途径——途径向 FDA 提交 NDA。同时，
我们还将针对其他一般适应症（例如肺炎、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尿路感染等）进
行临床试验。ALS-4 预防 MRSA 感染的临床评估也将进行。
对于 SACT-1，我们将针对高风险的患者群体，特别是那些对任何可用治疗无效
的患者。根据试验结果，我们正在规划 SACT-1 可作为单一药物也可与标准治疗

方法相结合的临床试验，根据试验的结果，我们将以评核总体生存率和无进展生
存率将作为我们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肿瘤应答率作为临床终点。
Q4) 我们的主要研发设施和地点在哪里？
我们的关键研发设施主要位于两个地点：第一个站点位于香港科学园，我们
拥有超过 2,700 平方英尺的实验室空间，主要用于临床前工作，包括制剂、
CMC 和非 GLP 相关的临床前准备；
我们的第二个站点位于多伦多，与 Covar Pharmaceutical 合作，通过超过 4,000
平方英尺的实验室空间进行 GMP 生产。我们在多伦多的站点还协调我们计划中
SLP-1 和 ALS-4 在北美的 GLP 和临床试验
Q5) 这些适应症（例如神经母细胞瘤、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市场规模有多少，为
什么这些适应症被认为是未竟需求？
2017 年，神经母细胞瘤的全球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26 亿美元，到 2023 年，预计
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大约 32.3 亿美元。神经母细胞瘤疾病之所以被认为是未竟
需求，盖因为即使给予了标准的护理——通常是化疗加放疗和其他药物，例如异
维 A 酸等，高危组儿童的 5 年生存率仅大约只有 40％至 50％3，在我们的临床前
研究中，SACT-1 显示出与化疗协同的功效，而我们这一再利用药物在人体中具
有公认的安全性，最高用量可达 150mg /天，在先前的临床研究中，死亡率为 0％
且无剂量相关的不良事件4。我们坚信，将 SACT-1 加入标准护理将对神经细胞瘤
患者特别是高危人群有益。
在 2016 年包括 MRSA 在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全球市场规模为 29.7 亿美元，
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市场规模将为 39.1 亿美元5。由于目前的治疗方法不能充分
满足医疗需求，因此认为 MRSA 是未竟需求。MRSA 感染的主要治疗药物通常是万
古霉素或者达托霉素。但是，使用这些药物后死亡率仍然高达 40％（肺炎病例）
和 60％（细菌血症病例）6，并且仍然会普遍发生并发症，如心内膜炎、肺炎及
反弹和复发。凭借我们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前数据，我们正尝试将 ALS-4 添加到
标准护理中，以克服现有抗生素药物所面临的挑战。如前所述，我们计划利用

3

https://www.cancer.net/cancer-types/neuroblastoma-childhood/statistics

4

Page 6 / 7 of http://ir.aptorumgroup.com/static-files/66346f79-7a03-474a-89be-0eaafaa00d9d

5

MRSA Drugs Market – Global Industry analysis, Size, Share,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17-2025

(2018)
6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482221/

ALS-4 达到 3 个临床终点，包括（i）降低死亡率，
（ii）减少感染持续时间和（iii）
减少反弹和复发。此外，如前所述，与现有抗生素（如万古霉素或达托霉素）的
注射形式相反，ALS-4 具有口服活性和生物利用度，在门诊预防市场上具有不可
忽视的潜力。
Q6) 我们对 Covid-19 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 Covid-19 是全球性大流行病，在全球已经确诊了 80 万例病例。我们担心，
鉴于 SARS-COV-2 病毒株的潜在突变和感染行为，该病很可能会持续到中期，并
且还会给正在开发的疫苗的有效性带来挑战。尽管当前的 SARS-COV-2 病毒的死
亡率（当前死亡率为 4.1％）7低于 2003 年 SARS-COV-1 病毒株（死亡率为 9.6％）
8
或 2012 年 MERS-COV 病毒株（死亡率 37％）9，但目前的 SARS-COV-2 病毒具有
更长的潜伏期和更高的感染率。因此，我们应对这一疾病的策略是从治疗的角度
出发，我们将继续在 Smart-ACT 平台上研究和开发 SACT-COV19 候选药物来治疗
COVID-19，并希望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迅速向世界提供可行的治疗解决方
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将继续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此进展的最新信
息。
现在，我将剩余的问题交还给我们的总裁兼执行董事雷宏业先生。
雷宏业
谢谢郑子俊医生。我将继续回答其余的问题。
Q7) 造成近期股价波动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近美国市场的总体下滑主要归因于 Covid-19 病的蔓延引起的全球
经济下滑，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该病为全球性流行病。我们想要告诉我们的利益
相关者，尽管存在病毒疫情，我们的开发进度和近期管线扩张仍照常进行，未受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在完成最近的融资以及美国机构基金股东的支持下，
我们的基本面仍然保持强劲，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些关键的催化剂，并按照
迄今为止我们计划的并与投资者沟通的方式来提高股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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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当前的现金状况如何，能维持开发多长时间？
在我们 2 月份的融资之后，截至 2020 年 3 月中旬，我们目前的现金状况（包括
未提取的信贷额度）超过 2,000 万美元。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这将继续为我
们的运营和任何战略计划提供资金，并将继续帮助我们的主要候选药物进入各自
的临床试验阶段。
Q9) 下一次重大更新是什么时候？
我们希望通过例如商业通讯的新闻稿更新和代理我们 IR 的 Solebury Trout 安
排的虚拟投资者跟进活动以提供持续的重大更新。下一次虚拟跟进将于 2020 年
4 月 2 日举行，相关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投资者关系网站。如果您希望被添
加到我们的新闻通讯分发列表中，请随时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至
investor.relations@aptorumgroup.com。我们 2020 年第二季度投资者跟进电话
会议的预期时间是 2020 年 6 月，并将在时间临近时公布更多的信息。
现在我将把时间转交给我们的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禤骏远先生致结束辞。
禤骏远——结束辞
最后，我想说，2020 年对于知临集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的许多项
目都朝着临床阶段发展，尤其是 2020 年下半年。如果所有项目都按计划进行，
我们预期以上所述的新战略项目将为公司带来重大价值。
再次，我们代表公司的执行管理团队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
将您的问题发送至 investor.relations@aptorumgroup.com，我们很乐意为您解
答。我们期待在下个季度再次与大家交流。
代表知临集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感谢您和我们一起，现在您可以断开连线
了。谢谢。

